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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办公室主办

姚晶晶

2019年10月23日，张丹丹的《妈妈
总是有办法》在当当网独家开启预售，预售
第二天即登顶24小时新书榜冠军，第三
天，第五天，第八天……第一一直在延续。

丹丹姐的好人缘让各路明星大咖
纷纷为她站台，张丹丹育儿经的抖音、
快手粉丝空前热情地为这本书买单，导
致该书在预售期间就频频加印……

第一次见到丹丹姐是在一个早晨，
长沙的夏天酷热暴烈，早上的日光已隐
隐有灼人之势。

彼时我刚刚休完产假，小宝6个月，
睡眠不好，频繁夜醒啼哭，我的睡眠以两
个小时为单位，身体和精神都疲惫到了
极点；大宝的情绪因为小宝的到来特别
不稳定，缺乏安全感，生气、尖叫、哭闹，
我疲于安抚，自己的情绪也经常失控。

这时，因为同事陈慧娜也要做妈妈
了，我临时从她那里接手了《妈妈总是
有办法》这本书余下的编辑工作，跟丹
丹姐约好了就书稿问题做一次沟通。

对丹丹姐的印象，还停留在《晚间
新闻》那个有亲和力的主播、《背后的故
事》里那个知性睿智的主持人。近年来
较少在荧幕上见到她了，做了功课才知
道她转型幕后做制片人。

在广电大楼门口，我见到了丹丹
姐。她穿一件黑底樱桃连衣裙、平底鞋，
笑容温暖明亮。一见面，她说起早上出
门时女儿出现的新问题让她猝不及防，
我笑说，永远要升级打怪。两个妈妈，身
份不同，职业不同，素未谋面，但只要一
谈起带孩子的话题，就瞬间消融掉彼此
的陌生和隔阂。

在丹丹姐的办公室里，她开始聊为
什么想要写这本书。她说，生完小宝后
那个阴冷潮湿的冬天，凌晨四点给小宝
喂完奶，她突然毫无缘由地开始嚎啕大
哭，好像要把这辈子所有的委屈都哭出
来，特别绝望，特别无助，特别想把孩子

一放就走了。
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原来知性强

大如丹丹姐，也会有这样崩溃的时刻。
那是两个妈妈精神上最奇妙的连接。

之后，丹丹姐聊了很多她在育儿路
上走过的弯路，有过的思考，解决的办
法，都一一精准地击中了我。

比如，同样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
也一样面临着大宝在二宝到来之后的
失落和焦躁。她叹了口气，身体往后靠
了靠，说：我想了很多办法，但也还没有
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试一试，用
不那么抽象的方法跟你的大宝好好沟
通一次。比如，可以拿一根蜡烛点燃，告
诉大宝这是妈妈，然后再拿一根蜡烛点
燃，表示有了她，再拿一根点燃，表示有
了小宝，但是她获得的爱并没有少。

我恍然，尽管我经常对大宝说妈妈
一样爱你，但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
说，远不如用这个办法来告诉她，她的
那根蜡烛一直都在。

强大的情感共鸣和理性的有效方
法，也奠定了这本书稿的基调。

接下来，是如火如荼的九月跟十
月，配合丹丹姐一遍一遍地对书稿进行
打磨加工，对每一处书稿呈现的样貌进
行推敲和雕琢。

当我微微颤抖着在付印的清样上

签下名字，夏天终于过去了。
我毫不意外，每一个妈妈都能在这

本书里看到自己曾经的无助和惊慌，能
找到 200 万妈妈簇拥在一起讨论、验证
的有效的育儿方法。这本书凝结了太多
人毫无保留的付出，丹丹姐、徐为社长、
卢俊老师、姜喆老师，还有出版每一个
环节上殚精竭虑的同事们。

更重要的是，我一直记得《天才捕
手》里的一个场景：编辑麦克斯·帕金斯
和作家托马斯·伍尔夫站在天台上，俯
视纽约城的黄昏，伍尔夫忿忿于他的小
说并不能给那个时代带来什么影响，那
些人也没有产生任何呼应。帕金斯则缓
缓地说：“我们的祖先，在漆黑的夜晚围
坐在篝火旁，四处有野兽躲在黑暗中呜
咽，人群中发出不安的骚动声。然后他
们其中的一个，开始讲故事，人群就变
安静下来，开始忘记害怕。”

这本书，就是张丹丹讲给妈妈们的
故事。

而每一个故事都有它的原点，于
我，这本书最开始的原点可能就是那个
燠热的上午，丹丹姐眼眶微红诉说着她
凌晨四点崩溃大哭的经历，而我心神为
之震动的那一刻。

（《妈妈总是有办法》张丹丹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人的疆域：卡内蒂笔记1942—1985》

[英]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

本书为 198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的四部笔
记合集，包括《人的疆域》《钟表的秘密心脏》《苍蝇的痛苦》《汉普斯
特德补遗》，创作时间跨度从 1942 年直至 1985 年，是卡内蒂小说、
政论、回忆录和戏剧作品的重要补充。卡内蒂一生经历流亡与漂泊，
是20世纪欧洲苦难的缩影，他自青年时代起就将“笔记”作为一种严
肃的文学创作体裁加以实践，在笔记中对自己的观察、记忆、灵感与
哲思进行即时的记录。本书是持续半个世纪的独立省思过程的结晶，
堪称这位文学大师的思想地图，展示了他思想发轫、成型与转化的脉
络，和对20世纪历史的见证。本书也包含大量关于文学作品与作家的
评论，以及作者对衰老和死亡的沉思。卡内蒂善于将个人体验及其所
在世界的一切融入格言警语之中。“这些笔记记录了最崇高的斗争之
一，那就是避免失去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盲目的世界中的人的视野。”

何立伟

安徽胡竹峰小兄寄来了他的文友葛芳
的小说，A4 纸打印了七八篇，白晃晃一叠，
嘱我写点文字。

葛芳的小说我以前并没有读过，微信问
竹峰葛是男是女，答曰女。问性别是因为男
女写小说，视角有差异，而心理的感受的差
异，则更是有别。我读了《杂花生树》《长路
上》《伊索阿索》等，氤氤氲氲在心里头积聚
并渐渐升腾起来的情绪，与之前读“红楼”，
读“故乡”，庶几近之，有一份沉痛，有一份悲
哀，同时亦有一份虚寂同无常。中国的文学，
有一种情绪，像长江水一般，从古至今，汩汩
流淌，一以贯之。对生命的关照，对人性的悲
悯，对生存中普通百姓的遭际与苦厄的泣
诉，对命运的偶然与必然的昭示，对人在社
会强力面前的无奈与脆弱的状写，是不是中
国文学主旨的一脉相承呢？

葛芳的小说，我读到的都是中短篇，既
传统，又现代。前者如上述，后者则是大量描
述了作品中人物的幻觉、幻想、梦魇、意象和
夸张的主观心理反射，同放大到近乎荒诞的
通感，结构上也是随意、舒展，符合生活本身
的节奏，又每每在结尾处来它个惊人之笔，
且意外，且释然。

葛芳的小说是南方的小说。她塑造的人
物，都是南方的男人同女人，是南方底层社
会的没头苍蝇一样的人生，这些人物，被时
代的离心机甩到了社会的边缘，每向中心靠
拢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甚至是生命的代
价。

读来貌似轻松，读完之后却要掩卷叹
息。这是中国的富豪、中产阶级并主流媒体
视野之外的生活。

那么这些小说是灰暗的吗？未必。葛芳
在描写人的困厄之时给予了作品人道主义
的悲悯并感同身受，亦揭示了哪怕身无长物
的最普通的人的生命的攒劲生长的力量。这
种力量在每一个主人公身上，无论是白昼的
努力中同夜晚的睡梦中，无时无刻不在暗暗
滋长。小说的字里行间，便充盈着这滋长的
声音——那是南方的野草生长的声音，卑
贱、微渺，然而顽强。

《伊索阿索》的主人公叫简春华，一个离
了婚、靠卖体力偿债的沉默寡言并相当羸弱
的男人，这个世界唯有一个对他不错的名叫
阿珍的陪酒女，她为他离婚，并打算为他的
家族续香火。他的生活一团糟，却又苟安、寡
欲，困居在法慧寺巷的陋室里，侍奉年迈多
病的老母。他也有过曾经值得夸耀的家族背
景，家族虽早已败落，但也遗传给了他一脉
不错的心气同善良，让他对哪怕不堪的日
子，对在底层社会挣扎的亲人与相好，都怀
得有一份责任。为使她们生活得更好一点，
也使自己无愧于她们，他宁愿为老板顶包坐
牢，去兑换超过他体力与能力的物质回报。

《长路山》是一篇“二人转”的小说，两位
主人公，以第一人称交替着讲述自己的故事。
其实是一个叫乔大伟的男人和一个叫陈全的
女人的内心独白。这篇小说可以看成一幕舞台
话剧，就是两个人对观众敞露心扉。前者是地位
低下的图书馆职员，后者是一心想自由浪漫的
诗人。他们在长路山相遇，产生暧昧，又若即若
离。分手之后没有往来，却又彼此牵挂。但这篇
小说着意处并非男女之间的纠葛关系，而是写
了两个人面对生活压力的内心不止息的挣
扎、困惑、躁动、向往，和各自的青天白日梦。
这梦来自现实，又逃离现实，因此是多么的
不切实际。

葛芳擅长于描述人的青天白日梦。梦醒
时分人的那一份失落同绝望，在社会中困兽
犹斗的人，谁没有经历过呢？

人生都是具体的，这让小说这门古老的
艺术有了无尽施展的空间。千差万别，异象
纷呈，也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注目当下，注
目被漠视的人生，注目微不足道的生命个
体，注目阳光照不见的社会角落，这也是一
个良知作家的职责。时代的画廊里，不只是
挂着不平凡的人的画像，还有另外的众生
相，或许更叫人深思和回味。它让我们知道，
幸福不是恩惠，也不是随便通过努力便可以
抓牢在手的。幸福是一种权利，但这个社会
每一个具体的人，如何才能正当地理直气壮
地得到她呢？

葛芳的小说，或许给人带来的，正是这
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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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观书

《几回清梦到花前：
红楼女子的草木情缘》

周舒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以花喻人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之一，《红楼
梦》更是将以花喻人发展到极致。本书作者为红楼
梦文本研究者，由原文提取或引申，以花喻人，从
植物角度，讲述红楼女子花开花落的人生故事，探
讨了《红楼梦》中43位女性的花草映射和8种可窥
见精雅生活的代表植物，配有 50余幅日本江户时
代著名本草学家岩崎常正《本草图谱》手绘原稿，
及94帧清光绪求不负斋《增评全图足本金玉缘》绣
像，将古典文学与植物学完美融合，角度独特，为
诸多“红迷”提供了《红楼梦》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龚鹏飞

罗小丽是高我两届的中文系师姐，当年一起
创办过湖南师大的诗社。几十年过去，经历了市
场经济的滚滚大潮，她诗情依旧在，诗心依旧在。
经过岁月积淀，她的诗作，像经年陈酿，愈加芳香

四溢。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写敦煌》，较
系统、完整地描写了敦煌的丰富内涵，形象立体
地展现了敦煌的独特魅力，是现代诗表现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次成功突围。

罗小丽的诗，由早年的带有舒婷诗特质的抒
写青春梦幻，到这本《诗写敦煌》，带有米斯特拉
尔和申博尔斯卡式的显示凝重博大的文化意蕴，
既是诗人的文化转型，也是一个时代审视自我、
从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挖掘文化养料鼓动前行双
翼的缩影。

敦煌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文化宝库，敦煌石窟
以精美的壁画、塑像和文献，展示了中国文化的
灿烂风采，以现代诗的形式，总体表现它，阐释
它，在一个文化景观的整体框架内，实现王维“诗
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这对于敦煌文
化，也是有意义的。

诗集从十六国时建窟写起，经北魏、隋唐、五
代、宋、元等，写了十余个朝代，身历其境，描写抒
情也跨越1000多年时间。诗人在代序诗中写道：

“我用江南水乡的颜料/想象/隔空写意”“待天女
频频散花/我乘满壁霓彩满壁情节的流线遨游/

梦境般，闪电般穿越河西走廊/千年荒凉之上的
华丽/万般不可思议的艺术圣光”。

诗人来到敦煌实地体验采风，骑着骆驼，喝
着杏皮水，在炽热的夏日，极目大漠“黄沙金子般
炫目/戈壁芨芨草激情漫涌”。诗人与敦煌大量壁
画上的动物植物、仙子仙物，进行交流对话，那些
画面虽历经岁月沧桑，诗人分明感触到它们依然
血脉流转，有思想，有语言，有体态，有温度。她还
寻访彩塑绢画、屏风画、雕花地砖等，给它们以哲
思，以诗意，赋予它们文化传承的当代意味。

在诗人的笔下，敦煌是雄奇壮丽的：“敦煌，
仙人哺育的一匹大漠苍狼/恢弘，瑰丽，自远古匍
匐/蕴千钧之力腾飞/颈佩花环/仙气氤氲/四蹄
黄沙/闪金子炽热璀璨”。诗人的想象力也是一再
地奇特，“草蛇灰线/ 伏脉千里/云朵的观众与游
人乖乖列队/天宇凡间/络绎不绝”。

读者的视觉也随着诗人的诗笔遭遇了美的
冲击。比如，写舞蹈，诗人以兰花、葱白、莲藕、笋
尖来形容、表现，写舞者的“双臂律动，生长拔
节”，写“青荷云鬓，桃花粉面，春水初生在此刻”，
抒发“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一个酣歌恒舞的主

角”，诗人纵情高呼，“美呀，即使云为幕帘/风为
弦乐/雨为潇潇鼓点”。

这是一次生命之旅。在敦煌石窟间穿梭，在
星光月影、沙响泉映之境聆听，在戈壁大漠体验
与写作，诗人感到“身如马踏飞燕/心生琉璃万
顷”，“我意乱神迷/一次次把自己/交付天籁”，

“万语千言/千回百转心头上”，完成了这部用生
命写作的大诗。诗人感觉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升
华：“至心至纯地爱诗/其他无颜色/至心至纯地
爱壁画/其他无颜色”。其实，这是诗人奉行的“初
心如诗，写诗幸福”的一次刻骨铭心的体验。这种
忘我的体验，对于当代诗人乃至文学艺术界的创
作者，都是一次启示：要创作富有时代意义的作
品，就要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忘我、无我。

近年来，敦煌就像一座超级发电站，一拨拨
的山南海北的人靠近它，天空和想象彻底打开，
获得一种无穷的动力。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
代闪现的夺目光华。诗人罗小丽向读者捧出的这
本诗集，就是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
者、宣传者的一次实践。
（《诗写敦煌》罗小丽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文化传承的当代意味
书里书外

每
个
妈
妈
都
能
找
到
属
于
你
的
故
事

徐亚平

不论作家的写作理念多么
前卫，他都要回答一个根本性
问题，如何处理与生活和更广
阔的现实之间的关系。而最好
的回答一定是他的作品，不可
能是其他任何。读湖南文艺出
版社新近出版的作家舒文治两
卷本小说新集《永生策划师》，
我看到了他的写作追寻和自我
践行，他在不断敞开的时空里，
一层一层夯实自己的小说场
域，以先锋的面目出现，以扎实
的写法贡献了别开生面的文
本。

舒文治创造性地提出了一
个小说创作的理想状态：息壤
生机。息壤源自神话，暗含土地
的密语，写作者只有领悟其中
的秘密，才有可能使自己的作
品生生不息、生机勃发，也才有
可能在星空和大地之间架通一
座“彩虹桥”——物质和精神的
美妙联系得到艺术地呈现。

他小说中的生活是沸腾
的，甚至可以说是红尘滚滚、泥
沙俱下、五音纷繁、百味杂陈。
他所写的含泪带血的生活，也
像海盐通过阳光蒸发之后结晶
出一粒粒“自范”的晶体。“自范
性”既是文本内在的有序之美，
也是一种写作自律，表现于人
物上，尽管他们尘土满面，但精
神上是洁净的，自我清洁的过
程真实而令人感动，人物形象
表现得驳杂而具有内在丰富
性，生活的生机和小说的生机
风雷激荡，正如著名作家韩少
功对他的精当点评：“自有色彩
斑斓的浩荡喷涌。”

这源于他甘当“社会深处
的长期卧底”，把自己的根须扎
进世俗当中，也即息壤之中，不
断熟悉，不断研究，不断参悟我
们共同经历的日常生活，以世
俗之心写世道人心，却又不被
形而下的重力所拖累，表现出
异常清醒的辨识度和运用自如
的掌控力，在尘土飞扬的跑道
上，他滑出了小说的升腾姿态，
所谓“从世俗中来，到灵魂里
去”。

他借神话中天帝的居所——
清都来精妙安放自己的小说王
国。地域性能使现实主义更接
地气、更具底蕴，也就有了更大
包容的可能性，但地域性一旦
局限在某一个实地，并以一一
对应的考证作为美学标准，那
么，小说的表现空间必被自我
封闭，小说赖以生存的想象力
肯定会折戟沉沙。

舒文治的小说之道是，用
现实材质建造自己的梦幻宫
殿，将现实人生和虚拟人生两
相叠合，把写实主义和“神实主
义”融通化用，对神话、传奇、传
说、野史、公案进行着个人修改，
或者说是二度创作，借助这些，
他的“清都王国”便是一种复式
的呈现，既是物象的，又是镜像
的；既是风俗画，又是变形画；既
是中国的乡土，又是精神的飞
毯；既是诗性的流浪地，又是小
说的试验田。清都，因为息壤抛
洒还在不断生长之中，其小说的
边界可见以梦为马的拓荒。

如是观之，舒文治的小说，
便不仅是可观而已，更值得期
待。他小说的背后，有一个不会
消失的传统，那便是楚辞超拔
的想象力，对现实深沉的关切
度，在多重世界的自由穿行。当
这一传统笼罩在大地上成为文
脉和氛围时，舒文治需要做得
更果敢坚定的是，足踏息壤，追
随息壤，“舒并节以驰骛”，奔向
那广大深远、众妙生发的清都
王国。

（《永生策划师》 舒文治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